
600？800？还是 1000？家长挺犯难

大学生活费，多少才合适？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张

浩)大学开学在即，一个比较愁
人的问题摆在父母面前：孩子
的生活费怎么给？少了怕孩子
在外面吃苦，给多了又怕养成
乱花钱的习惯。 2 日记者采访
了解到，“定价”生活费让不
少父母犯了难。

“听说大学里花钱多，应
酬 也 多 ， 怎 么 着 也 得 多 给
点。”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儿子考到济南上学，过几天就
要走了，可每个月给多少生活
费她和丈夫却还没商量好。
“给多了就怕他乱花。玩游
戏、谈朋友都需要花钱。”

“既没有买贵重物品，又
没觉得自己乱花钱，怎么钱就
不知不觉中就花没了呢？”许
多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都
会面临这样一个困惑。在烟台
一所大学读书的潍坊学生小吴

就有这个“困惑”。他大一刚
入学的时候，除了学费和住宿
费身上还有 1600 多块钱，一个
月不到就所剩无几了。“主要
是花在玩上了。”小吴说，开
学第一天晚上宿舍 6 个人就出
去聚餐，后来轮着请客，多的
时候一次能花掉三四百块。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学
生对生活费的分配主要在吃
饭、同学间必要的应酬、网络

和电话费、购买衣物上。一般
来说， 600 元到 800 元的生活费
已能满足大学生的各项需要。

一次给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容易养成“月光”和大手大脚
的习惯，而一周一结又不利于
让孩子自己做长期的规划。
“一月一给最合适。”潍坊学
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书记
孟祥亭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每
个月给孩子定额的生活费是比

较可行的办法。花光了就汇，
没钱了就给，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他建议可以给孩子办一张
卡，每月汇入固定金额的费
用，这样既便于家长对孩子开
销的了解，也可以培养他们对
自己生活费利用的规划能力。"
孩子省下来的钱可以买自己想
买的东西"，孟书记说，这样也
可以培养他们节约的观念,让他
们节约更有动力。

“画”童谣

童谣不仅能唱能读，还能作成画。 2 日，在银座英才幼儿园内，大班的小朋友正在展示他们的“童谣”作品。据
介绍，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理解把脑海中的童谣情景画下来，这样能很好的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孩子失踪了，妈妈吓坏了
原来是报到后贪玩忘了回家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张焜
通讯员 王倩)上二年级的儿子

开学报到后失踪，这让市民李芳
乱了方寸。 2 日李芳告诉记者，
多亏了民警帮忙，她才能找到因
为贪玩“失踪”的儿子。

说到儿子失踪的事情，李芳
仍然心惊肉跳。 8 月 31 日上午，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到学校报
到。由于家离学校很近，她中午
并没有去接，做好饭等着儿子回
家。

可是左等右等，怎么也不见
儿子归来。很快李芳坐不住了，

赶到学校。但校方领导告诉她，
学校不到 10 点就已经放学了，
她的儿子也早就离开了学校。
“那我的儿子呢？”李芳一听，
心里更加着急了。

校方马上开始帮着她寻找儿
子，可问了多位家长，都没一点
消息。下午 3 点左右，李芳仍然
没有找到儿子，急忙报了警。

孩子失踪已经长达近 4 个小
时。警方闻讯后迅速展开了搜寻
工作。“我们调取了监控录像，
又开始跟每一位学生家长联
系。”终于有一名学生家长反

馈，李芳的儿子在其家中。
原来小家伙在同学家玩耍，

一时忘记了时间，而同学家长因
故也没有及时联系她。

警方为确保孩子无碍，和李
芳一起赶到儿子的同学家。儿子
找到了，一场虚惊就此结束。

“同学‘串门’很常见，但
家长们应该让孩子们按时回
家。”办案民警提醒市民，如果
有孩子同学在家中，应该劝孩子
们按时回家，或者打一个电话通
知孩子家长让家长来接，以防孩
子出现不测或令家长担心。

困难新生入学

今年“绿色通道”更好走

本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秦国玲)九月开学季又到

了，潍坊市各高校陆续迎来
了 2010 级新生。 2 日记者了
解到，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的“准”大学生顺利入学，
潍坊市教育局要求，今年潍
坊市各公办和民办普通高
校，都要在报到现场设立醒
目的“绿色通道”指示标
志。

各高校除了必须在报到
现场设立“绿色通道”指示
牌之外，指示牌上还要公示
潍坊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阳
光助学热线 18805360110 ，并
派专人负责“绿色通道”的
工作。与此同时，山东省教
育厅资助工作咨询投诉热线
15866682131 ，以及潍坊市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阳光助学热
线 18805360110 ，都将及时解
答和督办学生及家长的咨
询、投诉，接受有关政策咨
询和问题投诉，并对投诉的

问题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据悉，开学后潍坊市各

高校，将按照规定从事业收
入中足额提取 5% 的经费用于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
于没有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的困难学生，学校将协
助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其他
资助措施。对于灾区受灾学
生学习和生活，对符合规定
条件的特别困难学生，学校
将减免学费、提供特殊困难
补助。

为了保证家庭经济困难

的新生顺利来校求学，潍坊

市高校通过多种方式将助困

工作的“绿色通道”提前

“铺”到新生家里。潍坊市

各高校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

书时，都同时寄送了国家助

学贷款、国家奖学金、学习

奖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

助及学费减免在内的各项助

困政策。

刚开学，诈骗短信就来了

“真爸爸”险被“假儿子”忽悠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王

琳)孩子去上学了，父母的心还没
放下，一些不法分子竟钻这个空
子行骗。 2 日，市民李先生便收
到冒牌“儿子”的求助信息，称
自己丢了饭卡和生活费。情急之
下的李先生险些上当。
“上午 10 点多，我正赶往去

昌乐的路上，突然收到一条陌生
号码发来的短信。”信息是以李
先生儿子的口气发的，称刚刚在
校园里丢了钱包，饭卡、生活费
都没了，要“爸爸”给打钱。李

先生一听急了，今年儿子刚升上
潍坊一中，刚开学花费肯定大，
没了生活费要为难的。由于对孩
子生活状态了解不多，收到信息
后的李先生第一个念头便是找银
行打款。

因为过于担心儿子，李先生
临时取消了和客户的约定往回
赶。但当他本能地给儿子打手机
时，电话居然通了。虽然儿子在
军训没接电话，但李先生一下子
回过味儿来了：如果儿子有困
难，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号给

爸爸打电话呢？没过一会儿，儿

子的电话打回来了，他才彻底明

白自己上了当。“可能是这个发

信息的人对我的情况较熟悉，才

能如此‘精准’地出击。”李先

生说，诈骗者正是利用他的“关

心则乱”，才在儿子刚入学时发

这么一条“求助”信息。“虽然

没有上当，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

训。”李先生说，希望他的遭遇

能给其他家长提个醒，不要被坏

人钻了空当。

8 月 31 日，在潍坊市北海学校，
王誉婷和王誉莉快乐地跟着妈妈来学校
报到。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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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
去啦！

“开学费”，1000 元
开个学，有必要“全副武装”么？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张亚男)9 月开学季到了，家长
们却也犯愁了。新学期新气
象，孩子也要求“全副武装”地
迎新，所费不菲的“开学费”成
了家长的难题。

“学习机， 600 元；新
书包， 1 2 0 元；文具， 8 0
元；参考书， 200 元。”家
住后门街的徐女士开始给记
者算这笔账。上小学的女儿
开学了，开学前的全套“装
备”更新就花了近 1000 块。
“这还不算要买新衣服，要
买其他的学习用品。”徐女
士说，不买吧，孩子看着别
的同学换“装备”很羡慕；可

是掏钱吧，又实在太浪费了。
“她的书包文具什么的大多都
还 7 成新呢，根本用不着重新
买。”

记者采访中发现，每年
开学前的一笔高昂“开学
费”都让家长头疼，并有一
年年看涨的架势。“现在商
家也抓住这种商机，一到开
学 ， 超 市 里 都 专 门 设 专
柜。”市民胡先生说，每年
开学都要“出次血”，时间
长了还真吃不消。“家长们
往往‘随大流’，别人宠孩
子自己也跟风。花钱事小，
还会给孩子养成攀比、浪费
的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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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疣只需 299 元
漫漫求医路“摔 倒”的我

又站起来了

我以前是一家大型外企

的高级主管，由于工作原因

经常应酬。有一次酒后异常

兴奋的我与一重要的客人发

生性关系，大约过了十多天，

发现外阴部及阴唇部有珍珠

状小丘疹，不痛、有一点点痒

的感觉。当时以为是一般的

妇科病，就去药店随便买了

点药吃了，可不到一个月丘

疹越长越大，可把我急坏了，

去医院检查，确认为病毒湿

疣。经当地的多家医院用药

物、激光、冷冻、电灼等方法

进行治疗，也没把病治好，总

是复发，由于思想压力过大，

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被老

总辞退了。男友也因此离我

而去，我苦不堪言，甚至想到

轻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

媒体上看到了关于潍坊友好

医院根治尖锐湿疣的动人事

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

到了潍坊友好医院。经专家

详细的检查，结合病毒基因

重组技术对 DNA 病毒分析，

专家组制定了一套的治疗方

案，一个疗程后，我的化验结

果全部显示阴性，至今无复

发。现在的我不但找到了份

高薪的工作，而且也找到了

一位真心相爱的男友，我是

满脸的幸福……

病毒疣临床表现及危害：
病毒湿疣(CA)，是由一

种魔鬼一样的 HPV 病毒引

起的，女性好发于阴道口、大

小阴唇、会阴、宫颈、肛门、尿

道口；男性好发于包皮系带、

冠状沟、龟头、尿道口、肛门。

病毒疣初起为单个小丘疹，

以后可逐渐变大，融合形成

扁平状、菜花状、鸡冠状、瘊

子状等外观。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病

毒疣的复发性，治疗不当的

病毒疣患者一生都会被这种

恶魔一样的疾病所缠绕。

常规治疗方法存在的缺

陷不做分型检查或检查不
准确，过于看重局部治疗或

把疣体当场烧掉。

《三效合一疗法》是按国

际标准在无菌、封闭、层流实

验室制作完成，提取患者体

内的病毒，通过高科技设备

分型培养，灭活其致病性，保

留其抗原性，经基因重组等

特殊程序，纯化成疫苗。通过

特殊工序制成一种可供人体

安全使用的病毒抗原。

警告广大病毒疣患者

我院的《三效合一疗法》

是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治疗

病毒疣的特效疗法(不激光、

不冷冻、不手术、不电灼，分

型检测治疗无痛苦，疣体自

行脱落)，该疗法已在全国部

分省市权威医疗机构开展推

广活动，在潍坊地区，唯一由

潍坊友好医院运用于临床，

未设任何分院。凡前来本院

就诊的患者，请直接到医院

内就诊。

警惕！生殖器疣病、瘊子

状、菜花状、赘生物诱发

癌变！！

郑重承诺
凡经我院治疗康复后

的患者，一律发放〈康复信

誉卡〉，实行保密跟踪复查，

如偶有复发，复诊药费、治

疗费全部免费！

院址：潍坊市健康
东街汽车总站东 100 米。
市内乘 6 、12 、32 、33 、
35、50、52、55、62、69 路
车到汽车总站下车即到

潍坊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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